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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现“内鬼”顺手“牵”快件
半个月作案十余起，案值6000余元

本报3月8日讯 (通讯员
栾云海 记者 刘腾腾)

快递员因为贪小便宜，利
用职务之便盗窃客户的快
件，半个月内作案十余起，
案值6000余元。7日，嫌疑人
孙某落网。

7日下午，流亭派出所
接到辖区某快递公司报案
称，公司最近已连续接到客
户投诉，称货物没接收到。
公司统计发现，自2月下旬
以来已经有十余起投诉，而
经过检查发现，整个快递过

程十分严密，不可能出现遗
漏、丢失、损毁等问题，因
此，公司怀疑货物被盗。

警方通过比对丢失货
物的货单号，发现这些货物
确实曾到达公司，因此，货
物是在公司内部或者派发
货物时丢失的，而公司的监
控显示几次案发前后都没
有陌生人进出，因此，民警
判断作案人员可能是公司
的员工。

在观看3月5日的监控
时，民警注意到快递员孙某

在扫描完货物后没有离开，
而是迅速跑到运输车车厢
里，几十秒后他从车厢中下
来，衣服鼓鼓囊囊的，而其
他几次货物丢失时间段的
视频监控内也出现过孙某
的身影，因此，警方判断孙
某有重大嫌疑。

7日，孙某被警方带回
派出所调查。经审查，孙某
供认了利用职务之便盗窃
客户快件的犯罪事实。孙
某称，在送件前，他把地址
不 清 的 快 件 挑 出 来 不 扫

码，这样就没有经手的出
库登记，然后趁机把货物
偷出来。如果被发现就以
地址不清退回发件人为由
搪塞。此外，孙某还专门挑
网购的货物下手，货物丢
失后，购物人通常会追究
网店的责任，而网店因常
年和快递合作，因此也不
会深究原因。孙某连续半
个月作案十余起，共偷得
鞋、挎包、衣服等物品，其
中还有一部三星手机，涉
案价值总共6000余元。

青岛银行荣获“2011年度全国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100强”

以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优秀结算成员”的称号

3月初，青岛银行相继参
加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组
织召开的表彰大会，分别荣
获“2 0 1 1年度全国银行间本
币市场交易100强”和“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优秀结算成
员”的称号，该行金融市场部
黄拂晓同志被评选为全国银
行间优秀交易员。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是银行间市场的

管理机构，该奖项是全国银
行间市场的官方年度大奖，
该评选客观、公正的反映出
金融机构在2011年度本币业
务交投量和结算量的排名，
也是银行间市场成员市场活
跃度、知名度以及竞争力的
综合体现。

2 0 1 1年，面对紧缩的货
币政策以及严峻的宏观经
济形势，青岛银行积极参与
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资金

营运兼顾流动性、安全性和
收益性三者的统一。金融市
场业务一方面抓住市场机
会进行投资运作，努力提高
资产综合收益，另一方面通
过银行间市场融通资金调
剂头寸余缺，确保流动性安
全，同时加大理财产品及投
行业务的创新力度，为业务
条线提供金融服务。充分发
挥 资 金 交 易“ 增 强 盈 利 能
力、丰富融资渠道、促进金

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的
功能，做大做强资金交易业
务，市场资金交易量创我行
历史的最高，全年实现债券
资金结算量 1 3 4 5 0亿元，是
2010年全年的6倍，日均资金
交易量达到54亿元，在全国
金融机构中排名第59位，城
商行中排名第20位，山东省
排名首位，初步树立了我行
在全国银行间市场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三小贼饭店专扒情侣外套
在全国流窜作案近百起，涉案财物几十万元

新装修小区电缆

频频遭黑手

本报3月8日讯 (通讯员
李旭东 记者 曹思扬)

去饭店闲逛不点菜，专门
从情侣挂在椅子上的外套
内偷财物，一晚作案4起，盗
取财物万余元。5日晚，周某
等人再次作案时被抓获，审
讯得知，周某等人自2009年
起已在全国范围内作案近
百起，窃得几十万元财物。

5日晚8点，市北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六中队和敦化
路派出所的民警巡逻至辽
阳西路一饭店时，发现三名
男子只在店内闲逛却不坐

下点菜，且不时在有客人的
桌子旁四处观察。民警立即
上前亮明身份进行盘问，三
名男子见状后试图逃离现
场，但被民警牢牢控制并带
回敦化路派出所。

民警随后围绕三人行
踪展开调查，三名嫌疑人
来自沈阳，于4日来青岛旅
游。民警发现周某和张某
自200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
频繁流动，经常在一个城
市停留不到三天后立即赶
到下一个城市，流窜作案
的特征十分明显。民警随

后针对三人身上的手机进
行调查，发现其中的一部
多普达T8388型手机正是4

日晚 6点半在市北区辽源
路一火锅店盗窃案的涉案
物品。

周某和张某先后供述
了自2009年起，两人组成盗
窃团伙，驾车往来于全国
各省市，选择顾客较多的
饭店，趁顾客不注意时盗
窃顾客挂在椅子上的外套
内财物，先后作案近百起，
窃得几十万元财物。今年2

月底，周某、张某与老乡康

某，使用相同手段在河南、
江苏等地大肆盗窃，并于4

日下午来到青岛，当晚即
在市北、市南、李沧等多家
饭店内盗窃作案4起，窃得
财物1万余元，5日晚在辽阳
西路一饭店内准备再出手
时被抓获。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了
解，他们专挑一些大厅空间
比较大的饭店作案，作案时
两人负责望风，一人负责盗
窃，专偷就餐情侣挂在椅子
上的外套内财物。

本报3月8日讯 (通
讯员 刘海青 记者

赵壁 ) 装修工张某
嫌工作辛苦赚钱慢，瞄
上了崂山区一批新装
修房屋中的电缆。自2

月中旬以来，先后作案
十余起。6日，民警将在
一居民区作案的张某
抓获。8日，张某被依法
刑事拘留。

2月中旬以来，中韩
派出所接到多起西韩新
苑小区居民报警，称未
入住的的房屋防盗门被
撬，房内的电缆被盗。根
据现场勘查和走访调
查，没有发现有价值线
索。与此同时，中韩派出
所在案发区域居民小区
发布警情，加强布控，社
区民警带领物业安保人
员加强巡逻。

办案民警对辖区
废品收购点等藏污纳
垢治安复杂场所展开
治安清查，核查可疑人
员，但侦破工作没有较
大进展。直到3月6日下
午 6时，中韩派出所接
到居民报警举报，在崂

山区采菊苑小区发现
一名可疑男子，鬼鬼祟
祟，形迹非常可疑。12名
民警赶往现场对小区
成合围态势。

民警进入可疑人
员所在的2号楼楼道内
搜查，在 8楼碰到一名
手提工具包的男青年
正往楼下走。“就是他!”
举报居民一眼认出了
可 疑 男 青 年 。见 到 民
警，该青年神色慌张，
自称到 7楼装修。民警
随即在男青年的工具
包中找到螺丝刀和一
截电缆。

张 某 供 述 ，春 节
后，他来到青岛跟着老
乡装修打工，嫌活太累
赚钱太慢，窜至其曾干
过装修的多个小区，持
螺丝刀撬开防盗门，将
室内墙壁安装好的电
缆割断抽走，销赃给收
破烂人员，先后获赃款
1000余元。

8日，张某涉嫌盗
窃，已经被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买28万假币挥霍

赌博时露馅

本报3月8日讯(通讯
员 王洪亮 王文龙
记者 刘腾腾) 花1 . 6

万元人民币买来28万余
元的假币准备在青岛花
掉，谁知在参与赌博时
被警方揪出，假币没来
得及花出去就被抓获。7

日，涉嫌持有假币的嫌
疑人唐某被警方拘留。

6日晚9时许，李沧
公安分局兴城路派出所
民警在对兴城路附近一
处平房进行清查时，发
现一聚众赌博窝点，当
场查获6名涉赌人员，赌
资千余元以及赌具一
宗。在对涉赌人员进行
调查时，警方从其中一
名男子唐某身上发现了
一张百元假钞和一张租
房协议，这张租房协议
上的署名不是唐某，对
此，唐某拒不承认是自
己租的房子，而对持有
假币一事唐某也支支吾
吾地交代不清楚。于是，

警方加大了审讯力度，
最终，唐某供认了在他
的暂住处还藏匿有大量
假币的事实。

民警立即赶赴唐某
的住处，发现在一张大
床边有一个密码箱。打
开箱子后，里面整整齐
齐地放着半箱钱 ,足有
28万余元，全是假币。

唐某供述，春节期
间，他回湖南老家过年
时，听说有老乡使用假
币非法获利后，就动了
心。今年2月初，他在南
方花1 . 6万元人民币买
进 2 8万余元假币。2月
底，从湖南老家来到青
岛在李沧兴城路附近租
了一个平房暂住下来，
把大部分钱放在住处，
带着一些假币去赌博。
没想到还没花出去，就
被警方查获。

7日，唐某被李沧警
方依法刑拘。目前，案件
在进一步审理中。

大货撞摩托
8日上午，在太湖路与南京路路口，一辆准备左转的货车

与一辆直行的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司机被撞倒在地，货车司
机赶紧拨打120。十分钟后，摩托车司机被送往医院，交警赶
到现场处置。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唐某对持有假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图片
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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